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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资源库使用指南

1. 平台介绍

中国法律资源库是国内数据量庞大、内容丰富齐全、功能实用性强的中国法

律资源检索系统，注重数据范围全面性、分类体系专业性、收录来源权威性、检

索结果精确性、应用功能实用性和书籍更新及时性。

1.1. 特色功能

中国法律资源库涵盖司法案例、法律法规、合同范本、法律文书、法学论著、

标准制度等 12 个大库。提供从案由指引、律师业务等多个角度梳理汇编而成的

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特色专题库。

通过导航检索、快速检索、高级检索、智能检索的检索方式对法规、案例、

执法、论著、合同、文书、标准、制度、统计、资讯、词典、精选等资源子库内

容进行检索，显示检索结果，对显示的检索结果还可进行二次检索，选择检索结

果列表中对应内容进行全文信息查看，全文信息中展示相关的关联资料信息，全

方位、多维度展示全文信息对应的关联资料。

1.2. 应用价值

各类法律资源来源权威，检索引擎灵活多变，可满足用户多方位检索需求，

为法律教学科研、法律实务工作提供具有价值的法律文献数据支持。

2. 系统使用

2.1. 网络地址

http://data.lawye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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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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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用户注册

1) 用户点击网站页头右上角“登录”，弹出登录框中，点击“没有账号？点击

这里注册”进入注册页面。

2) 选中已阅读并同意中国法律资源库《用户协议》，输入注册信息并点击“注

册”按钮，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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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用户登录

2.4.1. 账号登录

用户点击网站页头右上角“登录”，弹出登录框中，选择账号登录，输入账

号、密码及验证码登录系统。

点击“找回密码”，输入手机号、验证码、新密码等信息即可找回密码。

2.4.2. IP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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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网站页头右上角“登录”，弹出登录框中，选择 IP 登录，输入验证码

登录系统（该 IP 地址需有登录权限）。

3. 个人中心

3.1 我的收藏

“我的收藏”用于显示已经收藏的法律资源内容，可根据资源类型快速定位

已收藏的资源，点击知识标题可对具体的资源内容进行查看，可取消收藏和下载

全 文 。

3.2 自建库

进行自建库内容的管理，点击左侧“自建库”标签，进入自建库页面，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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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形式显示自建库数据记录。

1) 点击资源名称可查看该资源详细信息，自建库列表中的数据可通过编辑和删

除按钮对数据进行编辑或删除操作。

2) 点击自建库所属类别对自建库进行筛选，输入资源名称关键词进行快速查

询。

3) 点击自建库“新建”按钮，进入自建库新增页，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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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4) 若类别选择“自建库”时，则需进行资源类别自定义的新增，填写资源类别。

5) 点击网站资源导航栏中“自建库”，也可对自建库资源进行查看。



8

3.3 保存条件

系统支持对智能检索的检索条件的保存和复用，点击“检索”可直接复用已

保存的条件进行检索。

3.4 我的消息

点击左侧“我的消息”标签，进入我的消息页面。显示系统消息记录，可进

行消息查看。尚未查看的消息，系统会在消息内容前及“我的消息”标签前以实

心圆点进行标记，消息查看后该圆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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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索方式

4.1. 导航检索

导航检索包括首页的法规、案例、执法、论著、合同、文书、标准、制度、

统计、资讯、词典、精选、自建库数据库导航，用户点击后进入对应的数据库。

自建库是用户自行创建的知识管理模块，用户可在个人中心新增、编辑、查看个

性化的知识数据。

4.2. 快速检索

首页默认显示快速检索方式，输入关键词进行快速检索，多个关键词以空格

分隔，可自定义选择检索范围（仅标题、标题+全文）、匹配方式（精确匹配、

模糊匹配，默认精确匹配）进行快速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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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智能联想

智能联想功能是指在搜索框内输入关键词后，自动推送用户可能要检索的前

五条匹配程度最高的数据资源。联想数据的范围为：案由、法院名称、法律法规

名称、案例名称，点击可直接进行检索或跳转至正文页。

4.2.2. 检索记录提示

已登录的用户，使用快速检索时，系统会自动提示该用户最近检索的 3条检

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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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精确匹配

精准匹配是完全匹配所输入的关键词，严格按照输入关键词逻辑、位置进行

检索，系统默认为精确检索。用户输入关键词后，若精准匹配无数据，则自动切

换至模糊检索。

4.2.4. 模糊匹配

模糊匹配，对用户输入的关键词进行分词处理，忽略词之间的位置关系进行

简单的逻辑运算，检索命中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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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级检索

点击“快速检索”下拉框，选择“高级检索”，第一步选择相关的资源库（至

多选择 10 个），第二步设置多个组合条件，点击检索，实现高级精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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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智能检索

智能检索提供检索项包含高级检索项及不同案件类型检索项，以五种案件类

型的检索字段进行梳理，形成变量体系，点击“快速检索”下拉框，选择“智能

检索”选择想要进行搜索的案件类型和筛选条件，可实现更加精准的检索。

4.4.1 检索条件保存/复用

系统支持对智能检索的检索条件的保存和复用。检索后页面出现对应的保存

条件按钮，点击“保存条件”后对当前检索条件进行命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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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的条件可在“个人中心-保存条件”中查看。点击“检索”可直接复

用已保存的条件进行检索。

4.5. 二次检索

在检索结果中可继续通过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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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源检索流程

1)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检索方式（导航检索、快速检索、高级检索、智能检索）

进行资源检索。

2) 如果对结果不满意，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和二次检索，对检索结果进一

步筛选，可对排序条件、列表显示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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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索结果

6.1. 检索结果导航

检索结果导航显示对应的资源类型下检索数量，选择不同的资源类型则右侧

显示对应的检索结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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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默认不显示失效法规

用户在进行法律法规检索时，系统默认不显示现已失效的法律法规。勾选显

示失效法规后，列表中增加失效法规的内容。

6.3. 检索条件

根据输入的关键词和筛选条件逐个显示检索条件，已经显示的检索条件可以

逐项删除，删除后，按照最新的检索条件重新进行检索。

6.4. 命中词频

用户输入关键词后，在检索列表页显示该词命中次数，并显示在数据正文中

命中的部分，方便用户筛选目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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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筛选

可通过选择筛选条件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不同资源库标签筛选内容不同。

6.6. 排序

检索结果列表默认显示综合排序，可选择不同的排序方式对对应数据库的检

索结果列表进行重新排序，不同数据库排序条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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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列表显示

检索结果页可对列表显示的列表模式、列表要素进行选择。不同资源数据库

列表模式及列表要素有所差异。

6.7.1. 列表模式

1) 列表模式可进行合并显示或者分层显示，中央法规、地方法规、政策文件、

立法资料、法规解读、行业规定、法院案例、学位论文、精选案例、精品案

例 10 个子库默认分层显示，其他库默认为合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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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分层显示则对检索结果列表进行分层样式展示，不同资源数据分层显示

类型不同。

6.7.2. 列表要素

可选择显示相关的列表要素，列表要素可分为标题、基本信息、相关内容，

勾选后检索结果列表按照勾选的列表要素进行内容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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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批量操作

可对检索结果进行批量下载和收藏操作，通过列表项前的复选框，选中需要

批量操作的数据资源，点击批量下载和批量收藏即可进行批量操作。

7. 全文查看

选择检索结果列表中的数据进行全文信息的查看。不同资源数据库对应的全

文查看页有所不同，主要可分为法规类的全文查看页、案例类全文查看页和其他

类全文查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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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法规类全文查看

可在法规资源库检索结果列表中选择对应的法规进行法规全文详情查看。

7.1.1. 工具条

特色工具条，可以实现页内检索定位功能、法条定位、仅显示命中、字

号大小调整及分享、收藏、转发和下载操作，系统支持护眼模式，可通过点

击切换页面颜色。

7.1.2. 目录

目录显示目录结构树，选择目录树节点，可跳转至该法规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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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摘要

点击全文页左侧中的“摘要”即可查看相关法规的摘要信息，可快速查看该

法规的摘要信息，如颁布机构、颁布日期、实施日期、失效日期、法规层级、法

规效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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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法规沿革

点击全文页左侧的“法规沿革”，右侧显示本法的发展变化的历次版本，可

选择对照的版本进行法规沿革对照查看。

可选择相关的版本对照进行查看。右侧显示版本对照的修改、新增、继承、

删除、合并或者拆分状态，可对状态进行筛选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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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立法资料

点击全文页左侧的“立法资料”，右侧显示各类相关联的立法资料列表。选

择列表中的立法资料可对立法资料详情信息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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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法规解读

点击全文页左侧的“法规解读”，右侧显示各类的法规解读列表。选择列表

中的法规解读可对法规解读详情信息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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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引用说明

点击全文页左侧的“引用说明”，右侧显示本法引用和本法被引用的数据列

表，选择列表中的引用数据可对引用详情信息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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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中英对照

点击全文页左侧的“中英对照”，可对中英文对照信息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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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配套规定

点击全文页左侧的“配套规定”，右侧显示各类配套规定数据列表。选择列

表中的配套规定可对配套规定详情信息进行查看。

7.1.10. 关联条文

点击全文页左侧的“关联条文”，右侧显示关联条文列表。选择列表中的关

联法规可对法规详情信息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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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法条释义

点击法规全文中的法条，可查看本法条的条文释义、配套法条、案例援引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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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案例类全文查看页

可在案例资源库检索结果列表中选择对应的案例进行案例全文详情页查看。

7.2.1. 工具条

特色工具条，可以实现页内检索定位功能、字号大小调整及分享、收藏、

转发和下载操作，系统支持护眼模式，可通过点击切换页面颜色。

7.2.2. 文书结构

文书结构显示文书结构树，点击文书结构树节点，跳转至该文书对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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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摘要

点击全文页左侧中的“概要”，右侧显示相关的概要信息。

7.2.4. 关联案件

点击全文页左侧中的“关联案件”，右侧显示相关的案件信息，点击关联案

件可查看该案例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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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法条详情

案例全文中显示相关的法条条文，点击条文名称可跳转至法规对应的法条详

情页，法条详情页显示本法条的详情信息及案例援引内容。

点击对应的案例援引进入案例全文详情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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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案例数据包

点击“案例数据包”进入案例数据包详情页。

1) 在案例数据包详情页中输入关键词进行查询，详情页中查询的内容会进行突

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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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左侧结构树节点，可跳转至对应的位置。

3) 点击“关联案件”，可跳转至相关的案件详情查看页。

4) 点击审判人员姓名可跳转至审判人员包含此审判人员的相关案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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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当事人姓名可跳转至当事人包含此人的相关案例列表。

6) 点击关联法条名称跳转至法规对应的法条的位置，可进行法条信息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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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其他类全文查看页（以合同为例）

其他类全文查看页包括执法、论著、合同、文书、标准、统计、资讯、词典、

精选等。其中论著包括法学专著、报纸论文、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

可在检索结果列表中选择对应内容全文详情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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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工具条

特色工具条，可以实现页内检索定位功能、字号大小调整及分享、收藏、

转发和下载，系统支持护眼模式，可通过点击切换页面颜色。

7.3.2. 目录

显示目录，点击目录节点，跳转至该合同对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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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摘要

点击全文页左侧中的摘要，右侧显示相关摘要信息。


	1.平台介绍
	1.1.特色功能
	1.2.应用价值

	2.系统使用
	2.1.网络地址
	2.2.首页
	2.3.用户注册
	2.4.用户登录
	2.4.1.账号登录
	2.4.2.IP登录


	3.个人中心
	3.1我的收藏
	3.2自建库
	3.3保存条件
	3.4我的消息

	4.检索方式
	4.1.导航检索
	4.2.快速检索
	4.2.1.智能联想
	4.2.2.检索记录提示
	4.2.3.精确匹配
	4.2.4.模糊匹配

	4.3.高级检索
	4.4.智能检索
	4.4.1 检索条件保存/复用

	4.5.二次检索

	5.资源检索流程
	6.检索结果
	6.1.检索结果导航
	6.2.默认不显示失效法规
	6.3.检索条件
	6.4.命中词频
	6.5.筛选
	6.6.排序
	6.7.列表显示
	6.7.1.列表模式
	6.7.2.列表要素

	6.8.批量操作

	7.全文查看
	7.1.法规类全文查看
	7.1.1.工具条
	7.1.2.目录
	7.1.3.摘要
	7.1.4.法规沿革
	7.1.5.立法资料
	7.1.6.法规解读
	7.1.7.引用说明
	7.1.8.中英对照
	7.1.9.配套规定
	7.1.10.关联条文
	7.1.11.法条释义

	7.2.案例类全文查看页
	7.2.1.工具条
	7.2.2.文书结构
	7.2.3.摘要
	7.2.4.关联案件
	7.2.5.法条详情
	7.2.6.案例数据包

	7.3.其他类全文查看页（以合同为例）
	7.3.1.工具条
	7.3.2.目录
	7.3.3.摘要



